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鳳凰網及第一財經
消息，近日，市場有傳言稱中興通訊將
宣佈破產，其核心資產及業務將被中國
信息通信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下設的烽火
科技收購。對於此傳聞，烽火科技旗下
上市公司烽火通訊和中興方面均予以否
認，稱此為「假消息」。自6月12日，
與美國簽署和解協議以來，中興加快公
司恢復的步伐，完成高層董事更迭，並
做了恢復經營預案。
其實，早從今年4月開始，外界就已
經在不斷揣測中興是否會因美國制裁而
倒閉。畢竟向美國繳納的巨額罰款，使

人難免替中興感到擔憂，就算不會倒
閉，也會令其元氣大傷。

回應協議 高管辭職
據報道，6月29日上午9時，中興召

開了年度股東大會，以累積投票方式選
舉李自學、李步青等8人為第七屆董事
會非獨立董事，任期為即日起至2019年
3月29日。股東大會上李自學被選為公
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長。
在《董事辭職公告》中顯示，殷一

民、張建恆等14名董事事先提交了書面
辭職報告，股東大會選舉產生的8名新

任董事同意14名原董事的辭職決定。
這一高層變動算是對6月12日中興通

訊與美國商務部簽訂的《替代和解協
議》的回應，即要求中興在30天內調整
董事會和高管團隊，這同時也意味着中
興離解除禁令又近了一步。
殷一民介紹，公司已做了周密的公司

恢復經營預案，一旦禁令解除，公司將
在合規情況下，盡快恢復公司正常經
營。不管需要多長時間才能解除禁令，
根據期限長短，公司都有相應的預案。
即使是遇到更壞的情況，禁令即便沒有
解除，公司也有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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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商
會於華盛頓時間2日警告，美國政府對進
口商品加徵關稅和其他經濟體對美國的報
復性關稅將傷害美國企業和消費者，並威
脅到美國整體經濟復甦。
美國商會當天發佈的分析報告說，美

國對進口鋼鋁產品和中國商品的新關稅，
以及對進口汽車及零配件的潛在額外關
稅，已經將美國推向貿易戰邊緣，加拿
大、墨西哥、歐盟和中國都已宣佈或執行
對美國產品的反制措施。

報告顯示，截至本周，約750億美元美
國出口商品將受到影響，美國各州出口均
將受到不同程度打擊。其中，華盛頓州、
路易斯安那州和加利福尼亞州將分別有
62億美元、59億美元和56億美元出口商
品受到影響。
美國商會表示，美國政府對進口商品

加徵關稅其實是對美國消費者和企業徵
稅，讓他們為日用品和原材料支付更多費
用；而其他經濟體對美國的報復性關稅將
使美國出口商品價格更高、銷售減少，最

終導致美國國內就業減少。
美國商會會長多諾霍警告說，美國

加徵關稅將招致更多關稅報復，導致
貿易戰，傷害美國就業和經濟增長。他
敦促美國政府改變現行政策，採取更明
智、更有效的方式解決與貿易夥伴的
爭端。
美國商會是美國規模最大的商業協

會，代表美國300多萬家不同類型企業以
及各州商會、地方商會和行業協會的利
益。

美誣華設陷阱奪斯港口
外交部批嚴重歪曲事實

中方促美停止無理打壓中企
華府以安全為由拒中移動 專家建議反制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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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對於有美國
媒體稱中方用「債務陷阱」讓斯里蘭卡將漢
班托塔港拱手相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
在昨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回應指，該報道嚴重
歪曲事實。建設漢班托塔港是斯里蘭卡歷屆
政府和人民的願望。這不僅有利於斯里蘭卡
經濟發展，也有利於區域互聯互通和地區國
家共同繁榮。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微信公號昨日發

佈消息指，陸慷指出，這樣嚴重歪曲事實的
報道要麼就是不負責任，要麼就是受命於別
有用心之人，希望有關媒體不要熱衷於假新
聞。
陸慷續指，建設漢班托塔港是斯里蘭卡歷

屆政府和人民的願望。中方鼓勵有關中國企
業在平等、互利基礎上，按照商業原則同斯
方開展了漢港項目合作。中國金融機構根據
斯方需求，對斯方解決融資缺口提供了支
持。其後，隨着項目進展，中方又根據斯方

願望，努力就相關資產配置進行了調整。這
些都是有利於雙方的商業合作。所謂「債務
陷阱」謊言的編造者，如果自己不能給予發
展中國家實實在在的幫助，至少可以對其他
國家的真誠合作保持一個健康的心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委員兼外
交部長王毅昨日在北京同來華訪問的第72屆聯合國
大會主席萊恰克舉行會談。王毅表示，在當前國際形
勢下，如何堅持、完善和發展多邊主義是一個重大的
課題。王毅指出，新時代的多邊主義應堅持以合作共
贏為目標。全球性挑戰，需要全球應對，一個國家或
幾個國家單幹不行。搞本國利益至上，對外轉嫁矛盾
更不得人心。
王毅說，要實現世界的持續和平與共同發展，必須

堅持雙贏多贏共贏，倡導共商共建共享。
應堅持以秩序規則為基礎。要捍衛聯合國憲章的宗

旨和原則。各國都要努力向高的國際標準看齊，當然
也要照顧到各國各地區的實際情況。
應以公平正義為要旨。不追求正義，多邊主義立不

住；不實現公平，多邊主義走不遠。要確保各國對全
球治理的廣泛和平等參與，最重要的是擴大發展中國
家和中小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應以有效行動為導向。當前要做的是，各國共同維

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共同維護以WTO為
中心的國際貿易規則，共同推動以對話協商解決地區
熱點問題，共同應對好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等全球性
威脅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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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國務院金
融穩定發展委員會
（下稱金融委）前

日成立並召開會議，研究部署打好防範
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等相關工作。國務
院副總理劉鶴出任委員會主任，副主任
則包括央行行長易綱及國務院常務副秘
書長丁學東。會議決定，金融委將定期
召開全體會議，不定期召開有針對性的
專題會議，統籌研究協調金融領域相關
事項。
據報道，國務院副總理、金融委主任

劉鶴主持會議，金融委副主任兼辦公室
主任易綱作了匯報，金融委副主任丁學
東，金融委成員郭樹清、劉士余、潘功
勝、韓文秀、連維良、劉偉參加了此次
會議。
會議分析了當前經濟金融形勢和金融

運行情況，審議了金融委辦公室提出的
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三年行動

方案，研究了推進金融改革開放、保持
貨幣政策穩健中性、維護金融市場流動
性合理充裕、把握好監管工作節奏和力
度、發揮好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
定性作用等重點工作，部署了近期主要
任務。

會議認為，中共十九大以來，監管體
系建設和金融風險處置取得積極成效，
結構性去槓桿有序推進，高風險金融業
務收縮，一些機構野蠻擴張行為收斂，
金融亂象得到初步遏制，市場約束逐步
增強，市場主體心理預期出現積極變
化，審慎經營理念得到強化，金融運行
整體穩健。
會議認為，當前我國經濟正向高質量

發展邁進，市場主體韌性強，國內巨大
規模市場的迴旋空間廣闊，完全具備打
贏重大風險攻堅戰和應對外部風險的諸
多有利條件，對此充滿信心，下一步各
項工作都將按既定方案有序推進。

事實上，金融委自誕生第一天起，就
被定義為國務院統籌協調金融穩定和改
革發展重大問題的議事協調機構。

設7協作單位 利統籌協調
值得注意的是，本屆金融委特設七個

協作單位：中紀委、中組部、中宣部、
網信辦、公安部、司法部、最高法。分
析人士認為，特設7個協作單位，這本
身便是對以往各自為政的金融監管模式
的重大突破，有利於統籌協調，堵住監
管空白。
中央紀委副書記李書磊，中央組織部

副部長鄧聲明，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蔣建
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
公室副主任楊小偉，公安部副部長孟慶
豐，司法部副部長劉炤，最高人民法院
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劉貴祥參加了此次
會議。

■中國政府網及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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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慷指，建設漢班托塔港是斯里蘭卡歷屆政
府和人民的願望。圖為漢班托塔港。 資料圖片

據外媒報道，美國商務部下屬機構國家
電信暨資訊管理局（NTIA）周一在其

網站上公佈聲明稱，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應該拒絕中國移動2011年提交的
在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提供電信服務的申
請。
NTIA在聲明中表示，「全球電信市場的

日益一體化，創造了風險和脆弱性，各種惡
意活動充滿在這個行業中。」聲明又提到，
「中國政府可以利用由中國移動建立的聯
接，進行經濟間諜活動和情報收集。受影響
的消費者可能包括固定和移動網絡運營商、
電話卡公司和企業客戶。」
該聲明稱，相關評估很大部分是根據中國
情報活動記錄及瞄準美國的經濟間諜活動，
另外也考量到中國移動的規模、技術和財務
資源。聲明還引述了美國商務部負責通訊與
信息事務的助理部長David Redl 的言論，
「在與中國移動進行大量接觸之後，關於美
國執法及國家安全利益面臨風險增加的疑慮
無法得到解決。」
據了解，2011年，中國移動通過聯邦通信

委員會（FCC）申請了第214條許可，希望
在美國境內提供電信服務。目前，中國移動
的用戶規模已經突破9億，為全球最大的移
動電信運營商。

中移動股價瀉 見近4年新低
受此消息影響，中國移動（0941.HK）股
價昨日報收 68.3 港元，下跌 2.01%，是自
2014年8月以來的新低。
對於美國政府拒絕中國移動在美提供電信
服務的申請，陸慷昨日在京回應，中國政府

一貫鼓勵中國企業按照市場原則和國際規則
在遵守投資目的地國家法律基礎上開展投資
合作。
陸慷強調，中方敦促美國有關方面摒棄冷

戰思維和零和博弈過時理念，正確看待有關
問題，停止對中資企業的無端猜測和無理打
壓，為中資企業赴美投資經營提供公平良好
環境，多做有利於中美互信與合作的事。這
符合兩國共同利益。
事實上，這並非美國政府首次出手阻撓中
國企業在美正常開展業務。2018年初，美國
政府也曾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了華為進
軍美國市場。原本美國電信運營商AT&T已
與華為達成協議，將幫助其在美國銷售手
機。

美獲商業機會 卻對中企設限
對於美國頻頻針對中國企業出手，中國商
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向香
港文匯報指出，美國的這種做法完全是雙重
標準。美國的通信設備企業在中國獲得了大
量商業機會，看看蘋果手機在中國的市場份
額。但是反觀美國，卻對中國企業頻頻設
限，還不停抱怨中國市場開放不夠。
「從阻撓華為到禁止中移動，美國不僅意
圖封殺中國向高端製造業的發展空間，也不
希望中國向現代服務業轉型。」白明強調，
美國在這些領域享有高額的壟斷收益，不希
望中國進入它的領地。但是來而不往非禮
也，美國雙重標準的做法不是君子之道。他
建議，中國可以採取一定的反制措施，增加
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壓力和機會成
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特朗普政府再度出手阻撓中企入美。據外媒

報道，美國政府周一以「國家安全」為由建議監管機構拒絕中國移動向美國電信市場

提供服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在京回應，中方敦促美國有關方面摒棄冷戰思

維和零和博弈過時理念，正確看待有關問題，停止對中資企業的無端猜測和無理打壓，為中資企業赴美投

資經營提供公平良好環境。外貿領域專家則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美雙重標準做法非君子之道。中國可以採

取一定的反制措施，增加美企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壓力和機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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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以特朗普政府以「「國家國家
安全安全」」為由建議監管機為由建議監管機
構拒絕中國移動向美國構拒絕中國移動向美國
電信市場提供服務電信市場提供服務。。圖圖
為中移動於上月在上海為中移動於上月在上海
舉行的世界流動通訊大舉行的世界流動通訊大
會的攤位會的攤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王毅（右）在北京與萊恰克舉行會談。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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